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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管理及信息化的关注点 

1、企业管理的关注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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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高层管理者或决策者 

• 怎么能让战略落实到执行层面? 

• 为什么效率总是不尽人意？ 

• 组织调整有什么依据？ 

• 决策和变革执行下去为什么没有结果？ 

• 如何看到企业各个部分运转的状态？ 

企业管理中的关注点 

• 中层管理者 

• 权力和责任如何能清晰到每一项具体的工作活动？ 

• 怎么能让部门间协调变得简单？ 

• 怎么去指导、考核、衡量员工的工作？ 

• 岗位职责和分工是不是合理？ 

• 怎么能让员工完全按照流程去执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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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普通员工 

• 各种制度和作业规定较多，能不能只有一套完整
详细的规则？ 

• 制度、作业规定和实际操作常不一致，我该如何
处理？ 

• 怎么能很容易地做好我不熟悉的工作？ 

• 组织架构、人员岗位或者业务进行调整，操作规
则就不再清晰... 

企业管理中的关注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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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挑战 3.信息系统满足业务运营 

的需求 

4.信息系统帮助决策者准确、 

快速决策 

5.有效应用最新的IT技术 

6.有效实现IT治理 

7.实现有效沟通，提升领导力 

8.有效实现IT项目的管理 

1.有效管理企业的业务流程 

2.信息系统跟上企业的快速 

变革，支撑企业的发展战略 

战略

管理

业务

IT

信息化人员的关注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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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个融合：管理与IT 

 
 

 

AWS CoE 
流程卓越中心 

 
 

 

AWS BPM 
业务流程管理开发平台 

流程管理 流程执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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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PM在中国的现状 

2、BPM现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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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什么是流程(Process)？ 

– 流程是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  (ISO9000) 

– 流程是把一个或多个输入转化为对顾客有价值的输出的活动  (哈默教授) 

– 六要素：输入资源、活动、活动的相互作用（即结构）、输出结果、顾客和价值  (AMT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• 什么是业务流程管理(BPM) 

– 业务流程管理(business  process management)，是以规范化地构造端到端的卓越业务流程为中心，以持续地提高组织绩效为目的的系统化管理方法。 

 

• 什么是业务流程管理系统(BPMS)？ 

– BPM系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，前身可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的企业流程化管理思想 

– 所谓BPM(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), 即业务流程管理，是指根据业务环境的变化，推进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整合及调整

的经营方法与解决方案的IT工具。    (计世资讯)   

– BPM=理念+方法+工具 

BPM（业务流程管理）—什么是BP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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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本质上，BPM并不是IT术语，更不是因技术的发展而起源的，相反，BPM至始至终都是管理学术语和概念。
BPM的核心是通过对企业运营的业务流程的梳理、改造、监控、优化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，基于流程构建卓越

的企业运营管理系统。 

以客户为中心，以战略目标为导向，以核心业务为基础，以IT系统为支撑，帮助企业构建一套

端到端的不完全依赖人的贯通组织、业务、IT系统并持续提升组织绩效的企业运营管理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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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成果示例（流程分类框架） 

流程体系框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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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成果示例（流程清单） 

流程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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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从价值目标出发，以创造企业利润、赢得竞争优势为出发点对企业流程体系进行梳理 

战略管理： 
价值目标、战略规划、组织设计、产品设计、市场设计 

战略流程 
(做什么What) 

基本经营： 
经营计划、法律事务、行政管理、公共关系 

财务管理： 
预算、融资、投资、资金计划、内部控制 

信息管理： 
IT规划、IT应用及开发、IT运维、IT服务 

人力资源： 
人力规划、招聘、培训、绩效、薪酬、人事 

质量管理： 
体系建设、纠正预防、质量控制 

支持流程 
(绩效) 

研发 生产 分销/零售 物流/配送 运营流程 
(怎么做How) 

客户需求 
与利润 
(目标) 

企业纷纷开始进行改变，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管理架构 

12 



帮助用户实现流程化组织 

13 

39 % 

企业业务流程管理需求已经

确定，并开始规划业务流程

管理的目标和战略  

3 % 

仅有3%的企业实施了BPM系

统.系统主要目地在于自动化

现有企业级流程并提高流程

准确度与透明度 
 

90 % 

愿意进一步了解BPM相关

解决方案并接受相关技能

培训 

1、来自TT在2010年国外的研究文章，将2010年称为BPM的市场元年。BPM技术早于这个时间 

2、来自WinterGreen Research, Inc.在2012年09月所出版的全球BPM市场占有率·策略与预测 

3、数据来自《中国信息化》2009年对128位CIO调查，及炎黄盈动2011年对600家企业的调查问卷 

     全球业务流程管理BPM的市场已经从2011年的26亿美元得到大幅度提升。有报告显示到2018年，全球BPM规模将达到70亿

美元。而在中国BPM系统的应用实施尚处起步阶段，因此优先部署BPM创新企业管理，将帮助企业获得更直接的差异优势 

2 3 

 

在中国，BPM软件是一个新兴领域，始于2010年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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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结果的关键词 

战略 流程 绩效 整合 敏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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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PM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

3、BPM价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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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发现管理软件正从功能驱动运营向流程驱动运营演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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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3C”竞争 
环境 

客户 
Customer 

竞争 
Compete 

变化 
Change 

企业挑战 

Challenges 

ERP CRM 

越来越多的 
“竖井”应用 

销 
售 
部 

产 
品 
部 

打不通的 
部门“墙” 

上游供应链 下游客户 

PM OA SCM HR CRM ERP 

      BPM – 基础设施    

Portal BI/MDM … 

数据库/网络/安全/… 

传统的组织分工模式和IT软件受到挑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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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流程管理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化发展新的关注点 
• 战略保障 

• 业务敏捷 

• 企业变革 

BPM成为制造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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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过实施BPM达到 管理绩效  和 业务敏捷  的目标 

•实施BPM的 最大价值  在于： 

 实时掌控企业现状（财务和业务） 

 全面整合企业信息 

BPM成为制造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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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准化的经营与管理能使企业在连锁和兼并中，成功 
 
 的进行“复制”和“克隆”，使企业在扩张中不走样， 

BPM成为制造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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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价值的是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而不是部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chael Hammer （迈克尔·哈默）  

 

 

 

 

管理管的是纵向的，关注点在于控制。而流程管的是横向的，关注点在于服务。所以为客
户创造价值就是在于是否有对客户的要求进行了识别，是否有一个客户导向的流程。核心
价值链是否有关注于客户价值的流程。 

 

迈克尔·哈默(Michael Hammer，
1948.4.13-2008.9.3)：企业再造之
父，20世纪90年代四位最杰出的管
理思想家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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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、AWS BPM 解决方案价值 

4、方案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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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客户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是独

一无二的，获得竞争优势的核

心能力在于企业的流程与众

不同，这是企业能够在激烈的行业

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

“ 

” 

BPM生命周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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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张图了解AWS BPM 
 
 
 

管理与IT的融合 

 
 
 

AWS CoE 
流程卓越中心 

 
 
 

AWS BPM 
业务流程管理开发平台 

流程管理 流程执行 

流程规划 流程梳理 流程建模 流程引擎 流程门户 流程运维 流程分析 流程监控 流程优化 

1 2 3 4 5 6 7 8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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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S BPM架构，流程、业务、集成三合一的轻量级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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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化流程私有云技术 

• AWS的云技术建立在AWS BPM平台架构基
础之上，服务端采用Java语言开发，通过
REST或SOAP通讯协议对外提供API服务。
工作流是构建企业核心系统的基础，在云架
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性能及安全性，能够将
发布的API服务安全的提供给集团、下属分
子公司内外系统，逐步实现企业统一工作流
引擎的IT架构战略规划。 

 
• 设计 – 设计和配置你的流程 

• 发布 – 将流程发布成云服务 

• 执行 – 嵌入AWS Cloud API到你的应用程序 

• 监控 – AWS云服务器监控流程成本，触发事件 

• 管理 – 管理和统计流程运行实例 

• 分析 – 利用AWS BPA对流程效率、瓶颈和绩效进行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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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性能与并行处理架构 

• AWS的BPM引擎与Web服务能够分层、集群部署到大规模并发环境中，如利用廉价、节
能的PC服务器组成拥有超强性能的统一BPM服务平台，以稳定支持数万用户的在线处理
请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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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S BPM开发平台的应用套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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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工协作 

系统集成 

销售订单 

财务检查 市场商机 

采购计划 

 
ERP 

 
财务系统 

 
供应链系统 

 
伙伴系统 

方案价值一：通过BPM驱动组织、业务、系统和信息，使管理变得敏捷、可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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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基础架构 

快速实施个性化业务应用 
 
 
 
 
 

可视化业务建模工具 
 

零代码快速构建Web应用 

组件、规则库 
 

丰富的即插即用组件模板 

扩展开发工具 
 

构建复杂应用的开发工具 

编写代码 

方案价值二：使用业务基础平台提高应用开发效率，让管理落地更“灵动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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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成后端应用系统 
 

企业现有IT软件系统 

集成企业“碎片”数据 
 

散落在各处的异构数据源 

统一身份、安全 
 

统一身份管理与验证 

企业信息服务总线 Service Bus（SOA架构） 

方案价值三：建立统一的集成平台，让系统间协同更“顺畅” 

http://www.chinacnr.com/Default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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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可在手机中审批、启动流程，接收和写内部邮件，阅读office附件 

• 利用工具，快速对手机屏幕配置手机表单 

方案价值四：移动应用，手机、Pad登入BP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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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PM业务流程管理系统 

 

 

 

 

 

 

方案价值五：BPM系统与业务基础平台融合，是未来企业信息化平台战略的趋势 

战略管理： 
价值目标、战略规划、组织设计、产品设计、市场设计 

战略流程 
(做什么What) 

基本经营： 
经营计划、法律事务、行政管理、公共关系 

财务管理： 
预算、融资、投资、资金计划、内部控制 

信息管理： 
IT规划、IT应用及开发、IT运维、IT服务 

人力资源： 
人力规划、招聘、培训、绩效、薪酬、人事 

质量管理： 
体系建设、纠正预防、质量控制 

支持流程 
(绩效) 

研发 生产 分销/零售 物流/配送 
运营流程 

(怎么做How) 

客户需求 
与利润 
(目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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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AWS平台三合一能力，快速构建敏捷的流程应用，建立卓越流程化企业 

销售 

生产 

采购 

服务 

Web服务 

EAI 

SQL 

File 

 
业务流程自动化 

Business Process Automation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People System 

IT Busines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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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、AWS BPM 解决方案（产品速览） 

4、方案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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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流程架构全景，可以包含BPM、 

SAP ERP、Peoplesoft流程 
输出符合APQC的流程清单 

AWS BPM LIFE-CYCLE：规划及梳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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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流程架构运行方式的全面跟踪 

制度、BPM、SAP... 
对流程清单进行统计分析 

AWS BPM LIFE-CYCLE：规划及梳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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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流程、低层流程 

对每支流程进行结构化建模 

AWS BPM LIFE-CYCLE：建模与设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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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/应用模型 表单模型 

存储模型 报表模型 

组织模型           权限模型 

AWS BPM LIFE-CYCLE：部署与执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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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定时调度 后端服务连接中心 

       数据集成平台   web服务安全管理 

SOA基础
设施 

AWS BPM LIFE-CYCLE：部署与执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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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S BPM LIFE-CYCLE：部署与执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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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虚拟计算节点监控 接入企业BPM‘私有云’ 安全策略 

Private Cloud 

流程运行管理 

AWS BPM LIFE-CYCLE：分析与监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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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踪每笔BPM系统业务的处理过程 

AWS BPM LIFE-CYCLE：分析与监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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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S BPM LIFE-CYCLE：分析与监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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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分析报告和自定义看板 
预置丰富的流程绩效KPI指标 

AWS BPM LIFE-CYCLE：分析与监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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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S BPM LIFE-CYCLE：分析与监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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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PA业务活动分析 

 规则设计 

模型库复用与版本 

AWS BPM LIFE-CYCLE：优化与改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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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S BPM 成功应用在海尔 

案例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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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海尔应用BPM架构（战略） 

OES HR OA LPS SRM GVS … 

      BPM – 基础设施    

BPM Portal BI/MDM … 

数据库/网络/安全/… 

      BPM APP       
流程合规 系统管理 园区管理 …… 

JIT采购 订单管理 物耗管理 生产制造管理 创新协作 

流程建设 

Portal 

LDAP

统一
认证 

流程战略目标 
1、推动流程驱动供应链转型，支持供应链 

“三要素”“三自” “三预”“三化”流程体系建立 

2、支持自主经营体运转，优化管理流程，推动自主经营体“三自”运营 

3、承接集团零签字战略，为PSI零签字落地执行提供平台支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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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效果——海尔集团（10万BPM用户） 

PSI 
海尔流程系统创新部 

BCG 
海尔商业流通集团 

WGG 
海尔白电集团 

FIN 
海尔财务管理部 

海尔集团OEC（Overall Everyone/Everyday/Everything Control/Clear）管理战略和零签字战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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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C涉及电器、百货和信息三个事业群，近百个内勤业务单元 

负责全国上述三类商品的促销、下单、付款、发货、配送和售后服务 

本文档以IHS中B2C业务为例 



帮助用户实现流程化组织 

• 按照BCG IHS流程作业要求，B2C问题闭环流程在BPM系统设计如下 

以B2C问题闭环流程，了解BPM是如何帮用户实现流程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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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B2C闭环流程90天后，给海尔BCG带来的可见收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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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BPM实现企业订单流程的可视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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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PM实现全生命周期订单的可视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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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：BPM实现企业供应链的可视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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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PM实现企业供应链的可视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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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首家BPM软件和服务提供商 

炎黄盈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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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黄盈动 
-  2003年成立，中国首家BPM解决方案和自主产权BPM基础软件提供商 

-  获新加坡淡马锡A轮风险投资 

-  使命专注于BPM(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)领域产品研发与创新 

-  国内SOA、工作流中间件国标研制参与单位 

-  遍布全国的高端伙伴网络 

市场 销售 项目 研发 人力 财务 

上海 

济南 

成都 

深圳 

总部（北京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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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PM影响力   

一些AWS BPMS的简单统计数字 

1小时上线典型流程 

10+年平台研发周期 

100+行业渠道伙伴 

1000+幵发用户支持 

10000+流程参与者支持 

100000+终端用户每天正在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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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企业纪录片《炎黄力量》在凤凰卫视黄金栏目《直通中国》播出，向全球展示BPM科技魅力 

媒体关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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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PM国外业界影响力  

• 炎黄盈动入选IDC中国2011年
“私有IT公司观察”名单 

• 炎黄盈动作为中国第一家被
The Open Group 收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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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典型客户 

http://www.actionsoft.com.cn/document/case/Customer_SanPowerGroup_Case_study.pdf
http://down.www.kingsoft.com/kingsoft/logo/kslogo.zip
http://www.capitalbio.com/zh-hans
http://www.jewim.com.cn/index.html
http://www.sinohydro.com/Default.aspx
http://www.actionsoft.com.cn/document/case/Customer_YK_Case_study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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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  谢！ 


